
●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有利于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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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勰 李铮

初冬的中原大地，寒意渐深，学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却如火如
荼、温暖人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我省
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宣讲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省委
宣讲团成员、基层宣讲团成员同心协力
齐上阵，用心用情宣讲全会精神，迅速掀
起了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从座无虚席的会议礼堂，到边远山
区的农家小院，一场场深入透彻的宣讲、
一次次鲜活生动的解读，让党中央决策部
署如春风化雨般滋养中原沃土，在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强保障 高位统筹以上率下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11月 1日，四中
全会闭幕第二天，省委常委会就召开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四中全会精神，研究部
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党组及时跟进，带动全省
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交流
会进一步提出，坚持领导带头、典型带动，
丰富学习形式，提升学习效果，持续推动
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省委书记王国生带头示范，在四中
全会闭幕后密集到河南农业大学、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调研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我省参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同志第一时间开展宣讲，把参会的收获、
感受、体会传递给大家；省级领导干部带头到分管领域、企业、农村、学校、社区
调研宣讲，与干部群众面对面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谈贯彻落实，为推动全
会精神在河南落地生根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通过领导带头宣讲，让我加深了对全会精神的认识，特别是深刻了解到
国家对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视，更让我坚定了身为一名农大学子
的初心和使命。”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学生王俐说。

重实效 讲深讲透入脑入心

为做好集中宣讲，全省选调参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同志，政治素质
好、政策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共
25人组成省委宣讲团，分12个组，（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1月
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
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
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
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

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突
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
革，既要排查梳理已经部署各项改革任
务的完成情况，又要把四中全会部署的
重要举措及时纳入工作日程，抓紧就党
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
研究和部署，实现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
融会贯通，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
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关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意
见》、《关于深化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新
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关于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若干意见》、《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举

措分工方案》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评估报告》。

会议指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
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
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
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
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
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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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1月29日至12月1日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距开幕还有 天2

2019 第十三届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11月29日至12月1日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距开幕还有 天2

2019 第二十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试运行列车经过郑渝高铁平顶山西站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王铮 摄

游西湖吃火锅说走就走

三“驾”齐进发
豫“米”渐长成

11月 26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郑州、商丘同步举行了郑渝高

铁、郑阜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体验采访活动。随着郑阜、郑渝、商合杭高铁开通

倒计时，河南“米”字形高铁网逐渐成形，对于完善全国路网结构，提升郑州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助力河南更加出彩意义重大。

本报讯（记者 冯芸）11月 26日，
全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
风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
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喻红秋出席会议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
政治站位，抓住关键重点，积极稳妥
推进，确保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
殡葬新风工作取得实效。

喻红秋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认识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

葬新风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
具体行动，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
之义，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要
求，是破解殡葬领域突出问题的有力
抓手，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推动
中央关于殡葬工作决策部署在河南
落地生根。

喻红秋强调，要抓住关键重点，
有力有序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
殡葬新风工作。注重宣传引导，开
展道德教育，发挥传统文化浸润作
用，着力强化思想认同；优化资源布
局，（下转第二版）

□本报评论员

昨日召开的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

南时重要讲话精神，就做好新时代全省

政协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

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不断提高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

好地凝聚起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奋力开

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人民民主的重

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和全局的高度，

对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作出整体设计，对

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的效能、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

度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在遵从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前提

下，对如何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推

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进行

了具体安排部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政协事业

的高度重视，对在新时代更好发挥人民

政协制度优势的殷切期待。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思想，进一步为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从针对

“四路协同”、“五区联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到发起建立沿黄

九省（区）政协黄河生态带建设协商研

讨会机制，从助推国务院出台《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到连续成功

主办 14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促进我省

对外经贸合作交流……我省人民政协

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河南发展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围绕全省大局，广泛凝心聚力，主动

担当作为，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

向发力，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我省发展正处于大有作为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人民政协发挥

制度优势、更好履行职能，围绕全省中

心任务履职尽责，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

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凝聚各方智慧

和力量，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强大合力。各级政协要更好发挥政

协组织及其协商平台、机制程序等作

用，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

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发挥好“重

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下转第二版）

奋力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省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重要意义

●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

度长久不变

●保持农户依法承包集体土地的基本权利长久不变

●保持农户承包地稳定

濮阳：奋力谱写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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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涵

鹤壁，是座怎样的城市？
同样的问题，时间会让答案变得迥

然不同。
过去，典型答案是：这是一座“煤

城”，依煤而建、因煤而兴。人们印象
里，这座资源型城市灰蒙蒙、黑乎乎。

现在，鹤壁人底气十足地回答：这
是一座“美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生
态环境优良，50多张国家级试点示范

“名片”彰显着城市的崭新魅力。
“迥然不同”的答案背后，是这座城

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理解与生
动实践。

今年 9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支
持鹤壁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的指导
意见》。这是我省针对省辖市出台的首
个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意在为全省资
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探索路径。

古老淇河边，这片跃动着勃勃生机
的土地，又一次站在了新起点上。

近日，本报采访组走进鹤壁，品读
这颗“豫北明珠”的独特气质，探寻其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色彩之变：
绿色理念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

鹤壁得名，缘于传说“古有仙鹤栖

于南山峭壁”。
初冬时节，行走在淇河国家湿地公

园，彩色植被环抱着清澈如碧的河水，
如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在公园一角的鹤苑里，高贵优雅的
丹顶鹤、热情开朗的非洲鹤、能飞越珠

穆朗玛峰的蓑羽鹤，与有“君子鹤”之称
的当地灰鹤比邻而居，怡然自得。

鹤壁观鹤，曾是鹤壁人的一个梦
想。但本就珍稀的鹤类对生态环境有
着相当苛刻的要求。

而今，世界上现存的 15种鹤类里

已有9种在这里安家。群鹤聚于一堂，
成为淇水之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些鹤引进到鹤壁后适应得很
快，得益于淇河洁净的水质和优良的生
态。”鹤壁国土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副
主任张飞介绍。这位学城乡规划专业

的鹤壁小伙子，谈起各种鹤的性情，如
数家珍。

淇河，一条从《诗经》中流出的河
流，在鹤壁持续多年的呵护下，因水质
而声名远播——是目前华北地区唯一
流经城市而未被污染的河流。

沿着绵延30公里的淇河生态文化
风貌带向下游而行，美景让人目不暇
接。绿荫里散步，廊亭下咏诗，沙滩上
嬉戏——徜徉于淇河边，吟诵着《诗经》
里的句子，今人古人亲切握手。

“这要在过去，空气里一天到晚都
飘着黑色粉尘，白衬衣穿一天就得洗
了。现在好了，水清了、树绿了，上街很
少戴口罩了，呼吸也比过去畅快了！”正
在淇河边锻炼身体的市民李定国对记
者感慨。

“每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
拿起手机，看看空气质量咋样。”一位市
领导看着手机里的环境数据表，由衷感
慨，“不搞高质量发展不中啊，都是逼出
来的。”

像这样“早起先看空气”，已成为当
地干部的习惯。不光看空气，大会小会说
生态、茶余饭后谈环保，也已不足为奇。

今天的高度关注，源于昨天生态状
况的困窘。

回溯历史，鹤壁煤炭产业在带来财
富的同时，也形成大面积采煤沉陷区，
空气、水受到污染。半个多世纪以来，
当地生态和地质环境持续遭受破坏，已
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鹤壁市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新理念，（下转第四版）

“煤城”迈向“美城”
———鹤壁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探访—鹤壁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探访

□□本报采访组本报采访组

鹤壁新貌⑨6 管俊卿 摄


